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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李國修《半里長城》之諷刺手法 

胡紹平* 

摘 要 

李國修是臺灣極為重要的戲劇家，《半里長城》一劇是屏風表演班的「風屏劇團」

系列作首部曲。《半里長城》以三流的「風屏劇團」搬演《萬里長城》這樣劇中劇的形

式展開，李國修透過劇中劇的方式呈現他對於歷史人物的調侃、嘲諷，或是瓦解歷史

事件的重要性進而讓觀眾感到荒謬。並利用借古喻今的方式，以呂不韋、嫪毐等歷史

人物，與「風屏劇團」成員相互指涉，更進一步會發現其所指涉的更是一種超越時間

與空間的人性價值，其劇的諷刺、調侃充滿了寓言性，但卻不會讓觀眾有太過於沉重

的心情，其把所隱射、諷刺的人性以較為廣義的方式呈現給觀眾，讓其戲劇在觀眾的

歡笑中得以省思卻不以此為悲，藉由分析《半里長城》一劇，可以更清楚李國修早期

的創作意圖、歷史詮釋，以及戲劇所呈現的諷刺效果。 

 

 

關鍵詞：李國修、半里長城、喜劇、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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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李國修（1955－2013）是台灣極為重要的劇作家，同時也身兼導演、演員及劇團

團長等身分，他曾參加過蘭陵劇坊，演出《荷珠新配》的趙旺。又與李立群、賴聲川

創立表演工作坊，演出影響台灣相聲劇發展的《那一夜，我們說相聲》，而後又創立屏

風表演班，編、導、演許多膾炙人口的舞臺劇作品，像是曾獲得 1994年最佳舞臺劇的

《西出陽關》、第三屆巫永福文學獎的《三人行不行》、三十四屆吳三連文學獎的《京

戲啟示錄》，又如改編陳玉慧小說的《徵婚啟事》，在劇中更是一人分飾 22個角色，獲

得許多好評。馬森在李國修《莎姆雷特》的序裡曾寫道： 

富有舞臺經驗的李國修，在演和導之外，日漸顯露出他的編劇的才華。我們知

道莎士比亞和莫里哀都是演而優則導，終有大成就的先例。在此，讓我們期待

在中國的土地上也會產生出一個中國的莫里哀來。1 

而後來李國修也確實在《救國株式會社》演出後獲得了「台灣莫里哀」之稱。2而

其經營的屏風表演班更是「以建制全職專業劇團為目標，以永續經營為理念，以推廣

表演藝術為己任」3，不論是全新劇作還是定目劇形式的演出，都可以看出李國修對於

戲劇的堅持，數年來擔任過北藝大、台大兼任教授，世新、東華駐校藝術家等，不論

是在戲劇界與學界都有顯著的影響。然而在 2010年 3月因檢查出大腸癌而暫停了所有

的活動專心養病，但終究敵不過病魔而於 2013年 7月辭世。4而李國修一生共有 27個

劇本，李國修過世的前一個月，由印刻文學出版，分為「風屏劇團」系列、「三人行不

行」系列以及「經典劇作」，讓研究者們可以更完整地去探索李國修其人及其作品，對

                                                     
1 馬森，〈序：李國修《莎姆雷特》〉，收於馬森：《戲劇─造夢的藝術》（臺北：麥田出版，2000
年），頁 167。 

2 李立亨記：「民國七十九年，屏風搬到羅斯福路的第二基地，並在那兒創作出讓李國修被譽為台
灣莫里哀的《救國株式會社》」李立亨，《ＯＨ？李國修！》（臺北：時報出版，1998年），頁 118。
曹明〈李國修及其屏風表演班〉、Catherine Diamond 作、呂健忠譯，〈走過淚水與笑聲：李國修
和Michael Chiang 的社會喜劇〉等文中都以「台灣莫里哀」稱之。 

3 李國修，《半里長城》（新北：印刻文學，2013年），頁 219。 
4 李國修人生經歷可參閱 李國修原著、黃致凱編著，《李國修編導演教室》（臺北：平安文化，2014
年）一書中的〈關於李國修〉，頁 10-12。以及〈李國修生涯大事與創作年表〉，頁 322-327。 

22



 
 
 
 
論李國修《半里長城》之諷刺手法 

23 

李國修這位喜劇大師能夠有更全面性的瞭解。 

《半里長城》是李國修的「風屏劇團」系列的第一部作品，首演於 1989 年，且

是屏風表演班從小劇場躍上大舞台的指標性劇目，其劇情為一個三流劇團「風屏劇團」

搬演年度大戲《萬里長城》5的彩排過程、公演情況，《萬》劇是一齣描寫從秦國公子

異人（前 281－前 247）在接受呂不韋（前 292－前 235）的幫助下，回到秦國當上秦

莊襄王，到秦始皇（前 259－前 210）、嫪毐（前 258－前 238）與呂不韋之間爭權的歷

史劇，《半里長城》的演出就是將《萬》劇整個劇本場次打散，6把排演與公演的過程

呈現給觀眾，並藉此帶入「風屏劇團」成員的人生挫折與難題、各種突發狀況、各種

荒謬的錯誤，以戲中戲的形式，達到笑鬧、幽默中借古喻今、嘲諷歷史、反映社會等

目的，故而李國修自己稱此劇為「情境嘲諷喜劇」。7  

而《半里長城》作為李國修的定目劇之一更曾四度演出，8也是「風屏劇團」系列

的「首部曲」，對於屏風表演班的劇場發展有著開展性的意義，卻鮮少有論文討論，反

而是另外兩部「風屏劇團」系列作品《京戲啟示錄》、《莎姆雷特》以及「後傳」的《女

兒紅》較常被討論，其原因不外乎是《京戲啟示錄》與《女兒紅》二戲，涉及了外省

二代的「國家認同」、「台灣認同」的議題，9李亦修碩士論文《李國修劇作中的男性角

色》雖在命題上看似對李國修的劇本有許多討論，但內容僅就《京戲啟示錄》、《女兒

紅》、《西出陽關》及《好色奇男子》四劇進行探討。10而《莎姆雷特》則可探討李國

修對莎士比亞《哈姆雷特》的改編所造成的再詮釋、再創作的接受。11對於李國修有

                                                     
5 為分別《半里長城》劇中劇的結構，本文以下以《萬》劇簡稱。 
6 《萬里長城》一戲的架構為「序場：戰國七雄」、「第一場：華陽夫人」、「第二場：呂獻愛姬」、
「第三場：始皇降世」、「第四場：秦軍攻趙」、「第五場：異人返鄉」、「第六場：嫪毐事件」、「第

七場：飲鴆自盡」、「尾聲：萬里長城」。 
7 李國修，〈幕起幕落，再演百年〉，《半里長城─輝煌版─節目手冊》（臺北：屏風表演班，2007
年），頁 7-8。 

8 分別為 1989年首演版本，1995年「全新版」，2007年「輝煌版」，2012年「起笑版」。 
9 如劉育寧，〈臺灣劇場跨世紀的懷舊想像〉、廖玉如，〈在虛實模糊地帶說故事—論李國修《京戲

啓示錄》和《女兒紅》的敘事結構〉以及蔡佳陵碩士論文《兩種不同的凝視──李國修與賴聲

川的認同建構書寫》，皆有對李國修心中的族群認同想法多所分析著墨。 
10 李亦修，《李國修劇作中的男性角色》（臺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16年）。 
11 如王元欣，〈淺談《莎姆雷特》的後設概念〉、陳瑞松，〈「解散」或是「不解散」，那是值得考慮
的問題：當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遇上李國修的《莎姆雷特》〉皆是探討《莎姆雷特》改編、

劇情安排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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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全面性研究或論述者，則有李立亨《OH？李國修！》一書，以及陳銘鴻的《「拒絕

漂流」—李國修劇作主題之研究》（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2005 年碩士論文），主

要是對李國修的人生、個人想法、創作歷程的論述。但一直以來對於《半里長城》的

討論大多僅是網路部落格的觀劇心得，少有對《半里長城》一戲的論述與分析，唯馬

森《當代戲劇》一書中收錄的馬森與黃碧瑞對《半里長城》的討論紀錄，12以及李國

修弟子黃致凱所編《李國修編導演教室》對於《半里長城》的舞臺設計、表演手法有

所描述，林盈志碩論《當代台灣後設劇場研究》13亦有對《半里長城》的舞台呈現手

法有所討論，但並未深入探討劇本內容，然而李國修既然自己稱此劇為「情境嘲諷喜

劇」，那自當有其嘲諷對象與嘲諷的意義存在，故本文擬分析李國修《半里長城》劇本，

14從其「對歷史的嘲弄」以及「借古喻今」的方向探討，望能對台灣現代戲劇以及李

國修劇本的相關研究有所貢獻。 

在分析本劇的諷刺手法之前，須先了解本劇的架構以及劇中劇人物之間的關係，

劇本架構即演員關係大抵如下方二表： 

                                                     
12 林美秀整理，〈《半里長城》嘲弄了誰〉，原載於民國 78年 6月 23日《民眾日報》，見馬森，《當
代戲劇》（臺北：時報文化，1991年），頁 178-188。 

13 林盈志，《當代台灣後設劇場研究》（臺南：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14 本文以李國修，《半里長城》（新北：印刻文學，2013年）為主要討論文本，此劇本為 2007年
輝煌版的劇本，以下劇本引文皆引自本書，不另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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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半里長城》角色關係圖15 

 

 

 

 

 

 

 

 

 

 

 

 

 

 

 

 

 

 

 

 

 

 

 

 

                                                     
15 由於本劇角色複雜，為了能更清楚每個角色在劇中的位置以及關係與劇中所要諷刺的人事物間
的關聯，而製此表讓閱讀者能更清楚，本表據〈風屏劇團角色關係圖〉補上《萬》劇中的角色，

見《半里長城─輝煌版─節目手冊》，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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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半里長城》結構表16 

現實場次 S1 S2 S3 S4 S5 S6 S7 

預設情境 7/1彩排 7/2公演首演 7/3彩排 7/3公演 

萬里長城 第四場 第五場 第二場 第三場 第四場 第六場 第六場 

 
現實場次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預設情境 7/6公演 
7/7 

最後公演 

萬里長城 序場 第一場 第五場 第七場 尾聲 謝幕後 第五場 

 

二、以「今」嘲古─對歷史的嘲弄 

《半里長城》演出的《萬》劇是一齣關於秦國發展的歷史劇，然而對李國修而言，

那是戲中戲的「歷史劇」，對於《半里長城》的定位，他說過「從來就不是歷史劇」、「歷

史僅供參考」，17由於歷史僅供參考，在劇中不乏對於那些秦國歷史上的大人物的調

侃，或是一些歷史事件在三流劇團的搬演下導致的謬誤，筆者認為其脈絡是以劇團搬

演的「今」來嘲弄《萬》劇中的古，而其中的內涵與諷刺的意義，即是本節所要探討

的。 

（一）調侃歷史人物 

說到「萬里長城」，必然會想到是秦始皇的豐功偉業之一，且看《史記‧秦始皇

本紀》的記載：「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筑長城及南越地」、「乃使蒙恬北筑長城

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18更重要的，秦始皇是歷史上第一個統一中國的君王，

然而在《半里長城》中被李國修調侃最嚴重的就是秦始皇，在劇中，秦始皇的首度登

                                                     
16 劇本中與節目冊皆有結構表，略有差異，以出版劇本為主，見李國修，《半里長城》，頁 46。 
17 李國修，〈兩面鏡子〉，《半里長城─輝煌版─節目手冊》，頁 10。 
18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 253、頁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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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是以在襁褓中的乳子姿態，是一個玩偶假人，而這個玩偶在 7/1 彩排時（S2）本來

還在，卻在 7/2 公演首演時（S4）已經成了一個「熱水瓶」19，事件發生在趙玉子與

嫪毐搶嬰兒時，20不慎將「熱水瓶」抖了出來，然而這是在「公演」的情況，上台了

就得繼續演出，李國修在這裡安排一段「即興演出」： 

趙玉子：（攤開裹布，即興）仔仔給我！別讓仔仔著涼了…… 

嫪毐：（無奈，照演）這孩子若是活了下來，將來必然是個禍害。 

趙玉子：這孩子將來也許能改變歷史。 

嫪毐：（即興，對著熱水瓶）改變歷史？憑他這副雞眼、凸胸的長相？ 
（頁 89） 

一方面藉由趙玉子與嫪毐的「即興」台詞來化解台上的秦始皇是個熱水瓶的尷

尬，另一方面又以熱水瓶的外表「雞眼凸胸」的「異樣」來調侃秦始皇，隨著劇情的

發展，這個「秦始皇」被交到呂不韋手上，但呂不韋卻因為前面劇情太多即興演出以

及演員出場錯誤的關係，並沒有意識到手上這個熱水瓶是「秦始皇」，因而導致二度調

侃秦始皇： 

呂不韋琢磨半天，所幸轉開熱水瓶倒熱水喝。嫪毐嚇得說不出話，示意呂不韋

看地上的裹布。呂不韋終於發現手上熱水瓶是「秦始皇」，嘴裡的茶噴了出來。

他默默蓋上瓶蓋，哄起熱水瓶。（頁 93） 

為了讓一切唐突的錯誤看起來合理一點，呂不韋甚至把瓶蓋當成頭盔，說是「前

兩天去逛邯鄲的夜市！給仔仔買了一頂盔甲」，當然中國最早有紀錄的夜市是唐代才

有，這是呂不韋為了「解釋」把瓶蓋拿來喝水而即興的台詞。在 7/3 公演時的〈嫪毐

事件〉（S7）甚至跑出負責演材士甲的朱剛德穿著秦始皇的戲服上台抓拿嫪毐的荒謬

情景。7/6公演〈異人返鄉〉要趙玉子要抱秦始皇給華陽夫人看時上台前錯拿成包袱，

                                                     
19 「嫪毐抱著仔仔（用一塊布裹著熱水瓶充當嬰兒）」見李國修，《半里長城》，頁 88。 
20 趙玉子即趙姬，在李國修的劇本設定中，趙玉子與嫪毐在呂不韋在趙國經商時就已情投意合，
想要脫離呂不韋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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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台上一群演員裝模作樣的把包袱當成幼兒逗弄，不久其他演員在後台找到「秦始

皇假偶」，詹事上台即興說道：「啟稟夫人！臣方才在宮外拾得一名乳兒……不知是誰

的？」21，讓秦始皇成了一個被丟在路邊任人撿領的幼兒。在整齣戲裡，秦始皇唯一

正常的一場戲是 7/6 公演〈飲鴆自盡〉（S11）與呂不韋的對手戲，其他的場合，秦始

皇不是一個熱水瓶、就是一個包袱，又或者只是穿著戲服的龍套角色，史上第一個統

一中國的帝王就這樣成為觀眾們眼中的「笑料」了，就算在《萬》劇的尾聲（S12），

旁白講到： 

（OS）長風幾萬里，吹渡玉門關，秦始皇為中國人留下了他那雄偉、堅強的堡
壘──萬里長城、長城萬里、子子孫孫、萬世長新…… 

白聲中，秦始皇上，漫步在長城布景前。（頁 176） 

與前面種種荒唐的秦始皇相比，這一段劇終的收尾，看似要回歸大眾對於秦始皇

的既定形象，但不論把秦始皇說得多麼偉大，在前面的劇情發展早已拆解了秦始皇原

有的歷史形象，暴君也好、聖主也罷，對觀眾而言，在這齣戲中的秦始皇，就是一個

任人玩弄的道具，實際搬演到舞台上，熱水瓶的「秦史皇」甚在舞台上滾來滾去，22或

者是朱剛德因搞錯場次、穿錯衣服，導致場上混亂、劇情荒謬的丑角而已。 

然而對秦始皇的調侃還不只如此，李國修在劇中安排華陽夫人問趙玉子秦始皇的

生辰，台詞是「娘！他生於庚寅年正月初七酉時」23，但飾演趙玉子的黃千嘉卻怎麼

也記不起來，不論是在 S2、S10、S14，每每演到這段問答時，趙玉子都是支吾其詞，

且看 S10的劇本描寫： 

華陽夫人：（問趙玉子）小趙政是哪一年生的？ 

趙玉子：娘……（黃千嘉再度忘詞）我想不起來了…… 

                                                     
21 李國修，《半里長城》，頁 163。 
22 「劇中人以熱水瓶當作道具幼兒來抱在身上，後來熱水瓶掉到地上，被顧寶明飾演的呂不韋踢
得滿台滾。」見李立亨，《ＯＨ？李國修！》，頁 105。 

23 台詞見李國修，《半里長城》，頁 74。〈秦始皇本紀〉：「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漢•

司馬遷，《史記》，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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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陽夫人：……不要緊！你總該記得他是什麼時辰生的吧？ 

△趙玉子支支吾吾，異人在旁幫腔，趙玉子向異人求助。 

異人：娘問你他是什麼時辰生的……？ 

趙玉子：好……對……（示意異人幫忙說台詞） 

異人：（代說）娘！我猜他是生於庚寅年正月初七酉時！ 

趙玉子：娘！他猜對了！（頁 168-169） 

從劇情來看其實非常荒謬，趙玉子是秦始皇的生母，卻始終不記得秦始皇的生

日，而異人是秦始皇的父親，卻要「猜」自己兒子的生日，到了 S14最後一場戲時，

趙玉子依然不記得秦始皇的生日，同時朱剛德也穿著秦始皇的戲服衝上舞台，除了他

以外的演員們齊聲大吼「娘！他生於庚寅年正月初七酉時！」24這樣的舞台畫面極為

特殊，更是對秦始皇極大的嘲諷，廖瑞銘認為這樣的呈現是想表達「站在人民的立場，

統治者是哪個時辰生的根本不重要。」25就筆者看來不盡如此，更進一步來看，從「道

具」、「生日」到「演員」三個層面觀之，一個偉大君王的形象被一層一層瓦解，藉由

秦始皇這位重要的歷史人物，生日卻連秦始皇的母親的不知道來刻意的貶低秦始皇的

身分地位，或許可以將此視為一種「偉大人物其實一點都不偉大」的概念來解讀。 

另一位被調侃的人物則是嫪毐，嫪毐在《史記》中無傳，其資料多散記於〈秦始

皇本紀〉與〈呂不韋列傳〉，在其入宮與太后通姦前的紀錄只有嫪毐是「大陰人」，可

以「以其陰關桐輪而行」26而沒有其他生平記載，入宮後就是嫪毐與太后有私生子，

封常信侯、建毐國作亂，最後被昌平君、昌文君平定。不過在劇中李國修讓嫪毐提早

出現在這荒謬的歷史舞台上，且嫪毐還是個極為重要的角色，最初就與趙玉子情投意

合，在呂不韋身邊幫他打點送給華陽夫人的禮物、與呂不韋討論天下趨勢等等，影響

許多劇情的走向，然而如此重要的角色，在《萬》劇的演出中卻一再被劇團成員讀錯

                                                     
24 李國修，《半里長城》，頁 204。 
25 廖瑞銘，〈劇評：不讓觀眾太沉重〉，《半里長城─輝煌版─節目手冊》，頁 102。 
26 漢•司馬遷，《史記》，頁 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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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劇本中的描寫如下： 

狄杰志：（接過玉配）對！交給夫人！夫人送給呂不韋！到了第六場〈嫪毐事件〉

（劇團中人皆將嫪毐的發音「ㄌㄠˋㄞˇ」誤唸為「ㄇㄧㄡˋㄉㄨˊ」，以下同）（頁
67） 

把「嫪毐」讀成「ㄇㄧㄡˋㄉㄨˊ」，也恰好與「謬讀」同音，有一層諧音的幽默。

而這一誤讀，也造成了後續劇團成員的爭執以及演出上的混亂，在 7/2的公演（S3-S5）

之後，團員黃千嘉特別查了嫪毐的正確讀音： 

黃千嘉：很抱歉！那兩個字唸「ㄌㄠˋㄞˇ」，不是唸「ㄇㄧㄡˋㄉㄨˊ」。 

李修國：千嘉！昨天晚上我們首演，一直都是叫「ㄇㄧㄡˋㄉㄨˊ」、「ㄇㄧㄡˋㄉ
ㄨˊ」啊！ 

狄杰志：（附和李修國）對啊！ 

黃千嘉：（不理狄杰志，堅持）昨天首演之後，我回家查過字典，那個字是古字，

要唸「ㄌㄠˋㄞˇ」！ 

狄杰志：（勸黃千嘉）「ㄌㄠˋㄞˇ」、「ㄇㄧㄡˋㄉㄨˊ」都只是名字嘛！名字只是一
種符號，妳管他是不是古字呢？！（頁 115-116） 

但這一場爭執沒有結論且不歡而散，導致 7/3公演〈嫪毐事件〉（S7）時，台上演

員搞不清楚到底該如何唸嫪毐的名字，一時「ㄌㄠˋㄞˇ」一時「ㄇㄧㄡˋㄉㄨˊ」，或「ㄇ

ㄧㄡˋㄞˇ」、「ㄌㄠˋㄉㄨˊ」的混搭，但由於是「公演」而非彩排，舞台上的故事沒有辦

法中斷，必須持續下去，最後「嫪毐」成了「烙跑」，很湊巧與劇情「嫪毐要逃避昌平

君的追捕」相契合。 

從對秦始皇、嫪毐的調侃來看，可以發現李國修想打破歷史「名號」的企圖，把

歷史人物固有形象給瓦解，破壞了秦始皇的歷史形象，調侃了嫪毐，在劇中侯明昌甚

至還說成「尿毒」27，李國修在〈庶民的記憶〉一文中曾寫道：「史書只歌頌大時代的

                                                     
27 李國修，《半里長城》，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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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犧牲為英雄墊背的無名屍骨得不到任何篇幅，乃至於戰敗知師裡的無名小卒，

更妄想能在史書中找到安身立命之處。」28由此看來，李國修並不只是要調侃秦始皇

與嫪毐，而是藉由調侃歷史人物來隱射那些史書上、課本上那些「英雄」，這些「英雄」

的故事、傳說，對於還活著的人而言，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二）歷史事件的崩解 

李國修在《半里長城》中對於歷史事件的嘲弄則是把事件混合、錯置，甚至穿插

現代服裝、器具，導致在史書上本當是重要的歷史事件變得荒唐可笑，在劇中最顯著

的例子莫過於是在 7/2公演〈始皇降世〉（S4）中，趙玉子因生下了秦始皇，被當初建

議呂不韋把趙玉子獻給異人的姬妾葉子追砍，卻因為音效的錯誤，導致本是下一場〈秦

君攻趙〉才要上場的廉頗出現在場上，隨後上場的呂不韋與嫪毐也是一臉錯愕，恰巧

此時應該上場演管家的朱剛德忘了上場，給了演員們「即興」的機會： 

嫪毐：（即興，走向廉頗）真巧！這裡剛好有一位將軍！（廉頗愣了一下）我們

就請這位將軍帶走葉子── 

廉頗：（如釋重負，即興）遵令！ 

異人：（即興附和）……送官嚴辦！ 

呂不韋：（即興附和）……對！（頁 92） 

就這樣趙國大將軍廉頗就成了拯救秦國未來的國君、王后的人，然而荒唐的是趙

國正因為秦國大將王齕的攻打而要殺在趙國當人質的異人，現在反而成了拯救異人和

異人妻兒的幫手。 

而這類的事情在《半里長城》中層出不窮，像是另一個重要的事件，呂不韋說服

華陽夫人收異人為子一事，在《萬》劇的安排上，把這件事放在第一場戲，也就是《萬》

劇劇情發展的開端，事件發展為呂不韋為了說服華陽夫人收異人為子，而到秦國拜會

                                                     
28 李國修，〈庶民的記憶〉，《西出陽關》（新北：印刻文學，2013年），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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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陽夫人、收買華陽夫人的弟弟陽泉君，29讓華陽夫人接受異人，並取得信物玉珮。

這件事的重要性，關乎秦國下一位國君的繼承權，且是《萬》劇的開場，卻因為演員

之間的恩怨、道具準備不周全的關係，釀成了許多可笑的橋段，狄杰志穿現代服裝追

著飾演宮女乙的黃小嫻到了舞台上，當場讓演員們錯愕不已，而為了「合理化」一個

現代服裝的人在舞台上，狄杰志在眾人的即興演出下說自己是「匈奴人」： 

呂不韋：（即興，指狄杰志）嫪毐君，戰國七雄「秦齊楚燕韓趙魏」，你看那個

人他是哪國人？ 

嫪毐：（即興，打量狄杰志）我看他不像秦國人？ 

狄杰志：（會意，即興）沒錯！我是……（戴起自己外套的毛帽）匈奴人！我
是來……打家劫舍的！（頁 138） 

搶走呂不韋送給華陽夫人的禮物。之後又因與華陽夫人的契約竹簡散落而使得

「台詞」變成了「我呂不韋……自認拜華陽夫人為養母」、「華陽夫人生夏母姬（生下

母雞）」這樣的笑話，但終究得回到劇情，讓華陽夫人對這份已經散亂的契約說「這份

契約文采洋溢深得我心」，明明契約已經變成了「華陽夫人生下母雞」卻還得說「深得

我心」，這是何其諷刺，在這裡，李國修所調侃的不只是歷史事件本身，同時也對應到

飾演華陽夫人的杜梅詩討厭飾演呂不韋的樊耀光，但卻又因為杜梅詩的朱剛德與樊耀

光是好友又有債務關係，所以隱忍不發的處境，此留待下一節「借古喻『今』」處再論。  

另外一些「現代」道具穿越到「戰國」的狀況也不少，像是廉頗拿著掃把上場與

王齕的大旗對打（S5），前文所提及的「熱水瓶」秦始皇、「匈奴人」狄杰志，就如劇

中李修國在檢討 7/2公演（S4）演出時的錯誤，很有自信地對狄杰志所說的：「你錯了

觀眾以為是對的！放一個將軍在那邊搞這種視覺、意象，是一種前衛藝術！」30似乎

                                                     
29 《戰國策》記：「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
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於在趙，無母於內，引領西

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

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漢•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頁 277。另一說則為《史記》所云，呂不韋是「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
其物獻華陽夫人。」，頁 2507。李國修在劇中採用《戰國策》之說法。 

30 李國修，《半里長城》，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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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預示了劇團的「出錯」也會被觀眾自行解讀成「藝術」，調侃現代劇場一些前衛藝術

的演出，在擴大而言，同時也有嘲諷那種把看不懂的東西就當成是藝術、那些自以為

懂得藝術的人。 

三、借古喻「今」─ 金、權慾望的諷刺 

李國修除了調侃歷史外，在《半里長城》中，也有許多借古喻今之處，誠如他自

己所說的：「我只想從史料當中去挖掘出能古今對照的歷史借鑒，而非『歷史的包袱』」

31，這就是李國修對於歷史的態度，以及他真正想要呈現給觀眾的是人性中更大的共

性，是以在 2000年版的編導的話他也寫道： 

聚散離合的情境扮演，反照著《半里長城》歷史角色的紛亂鬥爭，倒映出《半

里長城》風屏劇團團員的愛憎癡怨，更擴大成為我們真實社會中，日常生活裡

不斷搬演的人生百態。32 

他的借古喻今的「今」，不只是現實世界的「今」，還有劇中劇風屏劇團的「今」，

承上所述，其概念應為從「《萬》劇的人物事件」對應到「風屏劇團團員之間的處境」，

而後「反映、嘲諷社會現實」，誠如廖瑞銘所說：「歷史只是藉口，李國修不願意把戲

的焦點限在歷史課題上，他比較關心的還是現在活著的人，也就是風屏劇團的成員所

面對的生活困境。」33其中最主要應當是以呂不韋所開展出對政商關係的嘲諷，以及

副導演狄杰志「對權位的崇拜」，以下從這兩角的事件作主要探討。 

（一）對政商關係的諷刺 

雖說《萬》劇是以呂不韋、嫪毐、秦始皇三人之間的糾葛展開故事，不過大多數

事件都是以呂不韋為中心開展，而呂不韋可說是中國歷史上一位獨特的人物，他從一

介「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變成了秦始皇的「為相國，號稱『仲

父』。」34在劇中，呂不韋與嫪毐的一段對話，可以說很精準的表達出李國修對於政商

                                                     
31 李國修，〈兩面鏡子〉，《半里長城─輝煌版─節目手冊》，頁 11。 
32 李國修，〈企圖改寫歷史〉，《半里長城─輝煌版─節目手冊》，頁 96。 
33 廖瑞銘，〈劇評：不讓觀眾太沉重〉，《半里長城─輝煌版─節目手冊》，頁 103。 
34 漢•司馬遷，《史記》，頁 2505、頁 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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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所下的最好詮解： 

呂不韋：哈……這可真是奇怪了，怎麼愈是國有難，我怎麼就愈發財！不論戰
國七雄，誰贏誰輸？我認為從政不如從商！我呂不韋多虧先父啟蒙流傳下一句

話「商人無祖國」哈哈…… 

嫪毐：是！不韋君真是高瞻遠矚──現在歷史發展的原理「不是經濟遷就政治，
而是政治服從經濟」！（頁 82） 

從客觀的歷史事實來看，中國歷史上商人的地位並不高，先秦雖有不少商人，但

影響力如呂不韋一般者並不存在，秦漢以後更是重農抑商，更遑論有能力影響朝政之

商人，一直到明清時期儒商出現，才有較著名的商人與朝政有密切關聯，到晚清更有

如胡雪巖、王昌國等紅頂商人。那麼李國修在劇中所說的「歷史發展的原理『不是經

濟遷就政治，而是政治服從經濟』」所指涉的究竟為何？顯然並不是先秦或是秦漢以後

的狀況，也不太可能是諷刺明清時期的儒商，那自當是其創作劇本時的台灣狀況，《半

里長城》首演於 1989 年，從臺灣自民國以來的經濟發展來看，80年代前後正是「臺

灣錢淹腳目」臺灣經濟最輝煌的時期，延伸出許多法案，其中像是「中小企業信保基

金擴大保證範圍」、「通過管理外匯條例修正案」、「正式頒布勞動基準法」等等與經濟

相關的法令，35然而繁榮的經濟發展下必然有一些弊病存在，像是當時政府「因面臨

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的困境，以致再一次犧牲農業，以照顧整體經濟利

益，甚至政治利益。」36而政商關係利益的著名事件當屬十信案件，1985年立法委員

蔡辰洲經營的臺北第十信用合作社爆出弊案，影響了股市、影響了政經界，但是據紀

錄，弊案發生後經營者「不僅得到有關單位的助力，在事件之後經營者仍能維持其地

位」37，就是很明顯的「政治服從經濟」的情況，隨著民主社會、自由經濟的發展越

來越好，現代人的生活早就無法與政治切割，就如在《半里長城》中，朱剛德夫妻與

樊耀光之間的金錢糾葛一樣，其中有這麼一段劇情： 

杜梅詩：──拉著我老公去買股票，說什麼逢低買進、逢壓賣出，買進、賣出、

                                                     
35 詳參 薛化元，《戰後臺灣歷史閱覽》（臺北：五南圖書，2010年），頁 240-337。 
36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著，《臺灣史》（臺北：五南圖書，2003年），頁 294。 
37 薛化元，《戰後臺灣歷史閱覽》，頁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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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進、賣出，這樣就可以賺錢！？ 

朱剛德：人家耀光是被一位立法委員給坑的…… 

杜梅詩：股票市場每天都是跌停板，阿剛他懂什麼股票！？他連洗衣板上哪兒

買都不知道，你叫他去買跌停板！？（頁 113） 

可以看出劇中朱、樊之間的財務糾紛與立委、股票有關，雖無法肯定李國修這樣

的安排有受到當年十信弊案的影響，但兩者恰巧可呼應道「政治服從經濟」的思維上。

李立亨曾說道李國修「早期的戲都不會去特地強調時代背景」38，但並不表示其創作

未受到時代背景的影響，從前文的論述可以發現劇本中的事件與現實應當有一定的關

聯性，但李國修刻意淡化現實世界的原因，讓整個隱射的範圍更為擴大，變成「風屏

劇團成員」與「《萬》劇」其實是互相指涉的，所以在公演的舞台上，當樊耀光所飾演

的呂不韋去拜見杜梅詩飾演的華陽夫人時，這段對話就顯得格外的諷刺： 

呂不韋：（躬身下拜）今日既然夫人同意將異人公子納為嫡長子，不韋必當盡力

設法營救異人公子返回大秦國！ 

華陽夫人：（咬牙）不韋君，你是我今生見過最陰險的小人！ 

呂不韋：（故作欣然承受）夫人罵的好！（頁 140） 

呂不韋與樊耀光，都是金錢的崇拜者，而兩者合一，所諷刺的就是那些政商關係，

劇中的呂不韋靠著「投資」異人，獲得了空前的成功，劇外的樊耀光也是想靠投資在

那個股市動盪的時代賺取利潤，39一個演員分飾的兩角正好成了「官商勾結」的寫照，

而身旁的人都會被影響，《萬》劇裡，呂不韋身邊的嫪毐因為呂不韋的關係而一時大紅

大紫，最後與呂不韋決裂；劇團中，樊耀光的朋友朱剛德卻是因為樊耀光的關係四處

欠債，卻始終對樊耀光掏心掏肺，縱使老婆杜梅詩怎麼看不慣、怎麼討厭樊耀光，朱

                                                     
38 李立亨，《ＯＨ？李國修！》，頁 135。 
39 「1989年 6月台股衝破萬點，有投資人回憶，當時號子大放鞭炮，股民們也都歡天喜地，只是
那樣的景象僅是曇花一現。」見《自由時報》「中股大崩盤 令人想到 80 年代的台股」
（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breakingnews/1374127），2017年 12月 29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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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德總是幫著樊耀光說話，這樣的「古」、「今」對比，「決裂」與「情義」的交錯，擴

大了《半里長城》劇情中借古喻今就能有更廣泛的聯想，使其意義更多元。 

李國修在 2007 年版編導的話〈兩面鏡子〉中寫到了很多他自己對於呂不韋這位

歷史人物的看法，其中特別提到一段呂不韋與呂不韋父親的一段對話，這個故事出自

於《戰國策》：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

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

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40 

這段對話透露出呂不韋的野心與志向，呂不韋以層層漸進的方式問其父親，投資

農業、珠寶、國君的獲利情況，因而決定在異人身上下成本，而呂不韋也盡其所能幫

助異人登上秦王的寶座，李國修甚至以「蒙特婁男子與迴紋針的故事」41與呂不韋的

「投資」作呼應，利用人類避害趨利的本性，呂不韋靠著財富與華陽夫人、異人等王

族「各取所需」，最終成就了他一介商人卻在史書上留下了不可抹滅的事蹟。李國修也

明確地在文章中寫道： 

由今日看來，呂不韋的「奸」是「智慧」，他的「詐」是「權謀」。他在「權」

與「錢」之間，巧妙的相互利用、發明。不知現今的政治人物或商業鉅子對於

呂不韋會不會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42 

很顯然地，呂不韋就是現今這些政治人物與商業鉅子的縮影，政治與商業互利共

生的本質並沒有改變，甚至是「變本加厲」的發展，故而在《萬》劇〈飲鴆自盡〉裡，

秦始皇逼呂不韋自盡的對話裡，一方面透露出秦始皇是呂不韋的兒子，另一方面也透

顯出呂不韋自認此生無憾，從「概念」而言，他認為自己已經得到「永生」： 

呂相國：我將永遠不會消失──你要承認你的血液裡流著我呂不韋的血─ 

                                                     
40 漢•劉向集錄，《戰國策》，頁 275。 
41 男子以一個紅色迴紋針不斷與人以物易物，最後換得房子的真實事件，與日本民間故事〈わら
しべ長者〉類似。《蘋果日報》「男迴紋針換屋  歡喜入厝」。2006 年 9 月 3 日，
（https://tw.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daily/20060903/22863945），2017年 12月 29日檢索。 

42 李國修，〈兩面鏡子〉，《半里長城─輝煌版─節目手冊》，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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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憤怒打斷呂不韋）住口！現在天下已是我異人之天下！是我親手用一

塊磚、一壘石堆砌出來的大秦國（呂不韋嗤之以鼻），就像長城一樣，我將長生

不死。 

呂相國：我也將長生不死！人死心不死！你將會看見一個呂不韋、兩個呂不韋、

三個呂不韋，你世世代代的子孫將永遠留著我呂不韋的血……（頁 173） 

劇中呂不韋的不死，是指他將在史書留名、而他的「血肉」因秦始皇而長存，然

而更進一步而言，古今中外，從來不缺少這種趨利之人，是以「呂不韋們」並不會因

為呂不韋的死而減少，再進一層，趨利這種行為就是「人性」，除非人類滅絕，不然「人

性」永遠不可能從世界上消失。但是，誠如孔子所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

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43雖然富貴是人

人之所嚮往，但是還是應當以正當的方式獲得，這才是正常之道，而不該為了利益而

拋棄道德與正義，但現實社會並非如此，若不巧取豪奪，似乎是很難生存的，面對這

「趨利」、「貪婪」的人性，李國修只好以「呂不韋」這樣獨特的歷史人物簡而概括之。 

總之，李國修藉由呂不韋這個角色調侃樊耀光，以現實角度而言，所諷刺的是那

些「官商」，而更進一步來看，呂不韋的「不死」，是一種人性共通的貪婪慾望，對權

力的渴望，歷史的正確性或者歷史人物的真實性相對而言並不是那麼重要，李國修所

追求的就是一種「超越時間與空間的人性價值」44，也正因為《半里長城》中的呂不

韋不僅僅是《萬》劇、歷史上的呂不韋，讓觀眾或者劇本的讀者能有更多的聯想空間，

加深、拓展了《半里長城》對歷史的詮釋以及諷刺的意義。 

（二）對權位崇拜的諷刺 

凡有組織、有政治必然產生階級，有階級就會有權力，這是人類社會不變的法則，

就算是在一個小小的三流劇團裡也是如此，在風屏劇團的成員裡，最渴望權力、地位

的人物就是副導演狄杰志，其在《萬》劇中飾演廉頗和昌平君，沒有戲的時候負責盯

場、後台管理，在團長李修國「授權」之下，時常對其他演員吼叫、並且常將道具錯

誤的責任推卸到演員身上，當李修國責問他後，就會找其他新人演員侯明昌出氣，且

                                                     
43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 70。 
44 李國修，〈兩面鏡子〉，《半里長城─輝煌版─節目手冊》，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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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為人師，對於如何演出時常提出意見卻又不能表達清楚，又同時與劇團新人黃小嫻

以及當家花旦黃千嘉交往，其人品可想而知是何其糟糕。在 S1彩排戲時有這麼一段： 

李修國：當然要彩排……（回頭看見場上團員在聊天，忘記是自己下令休息，
怒吼）誰叫你們休息？！（狄杰志趕緊幫腔吼「誰叫你們休息」）我們彩排好不

好？拜託沒有時間了，繼續彩排〈異人返鄉〉好不好！（狄杰志幫腔吼「繼續

彩排〈異人返鄉〉」）阿剛誰叫你吃泡麵？ 

狄杰志：（吼眾人，聽到此言反射性轉頭大吼）我女朋友要吃的！ 

李修國：（諷刺地學狄杰志的語氣）小心燙哦！ 

狄杰志：（發現是團長，道歉）團長，SORRY！（頁 69） 

可以發現這一段的狄杰志完全就是「狐假虎威」，仗著副導演的身分跟著團長「罵

人」，卻不小心踩到老虎尾巴，正反映了那些平日作威作福、仗勢欺人的人時常會得意

忘形而不記得自己是誰，這種人在現實社會中隨處可見，李國修利用劇場生態的描寫

來隱射這類型的小人，風屏劇團其實就是社會的縮影，各類型的人都存在，不過相對

於其他角色，狄杰志這個角色所諷刺的類型相對突出許多。另外像是在面對感情問題

時，狄杰志也顯示出其重視的是個人功名，旁人如何與他何干的態度： 

狄杰志：小嫻！男人一輩子不是只有愛情，男人的事業就在這裡（指舞台），在

這個舞台上！（謝小忻、陳又圓著宮女戲服自一角上）我在飯店當一個小公關

經理委屈這麼多年，就是希望能夠有一個電影導演、一個電視台的製作人發現

一顆閃亮耀眼的明星就站在這裡……（頁 107-108） 

狄杰志對黃小嫻的一番話，很明顯的是一種傳統大男人思維，而在飯店當小公關

的自卑心態也是釀成他自大心理的原因，所以時常遷怒其他團員，像是當黃千嘉表示

說嫪毐應該讀作「ㄌㄠˋㄞˇ」而非「ㄇㄧㄡˋㄉㄨˊ」時，狄杰志因不滿黃千嘉在情感上

的態度，而刻意針對黃千嘉表示：「我堅持將錯就錯！『ㄇㄧㄡˋㄉㄨˊ』就是『ㄇㄧㄡ

ˋㄉㄨˊ」，誰要改口說『ㄌㄠˋㄞˇ』我扭頭就走！」45這都顯露出狄杰志的性格。 

                                                     
45 李國修，《半里長城》，頁 117。 

38



 
 
 
 
論李國修《半里長城》之諷刺手法 

39 

然而狄杰志的「戀權」不只是表現在劇團成員之間，在《萬》劇的演出亦然，從

前文可以看出狄杰志想要的就是功成名就，他想要和呂不韋一樣獲得顯赫的名聲地

位，但狄杰志飾演的廉頗和昌平君都不是主要角色，如此一來他想要實現「被導演、

製作人」發掘的夢想就不太可能實現了，不過在劇情安排下，飾演呂不韋的樊耀光忍

受不了在舞台上被杜梅詩即興的演出冷嘲熱諷，以及前面諸多與狄杰志的不愉快等等

糾葛，憤而辭演，狄杰志抓住這個機會代演呂不韋，但是對於呂不韋這個角色，狄杰

志的態度是這樣的： 

狄杰志：（還穿著呂相國戲服，聞言自告奮勇）我可以演呂相國。 

李修國：（對狄杰志）乾脆，你就演呂不韋、呂相國，妳從頭演到底，我還是演

嫪毐。ok！不用改了。 

狄杰志：不 ok！導演，我只會演後面呂相國，前面呂不韋的台詞、地位，我都
不熟。（頁 182） 

呂不韋在當上相國之前，只是個有錢的商人，前面的戲份就是四處奔走幫忙異人

收買華陽夫人，卑躬屈膝、低聲下氣到處討好人，對狄杰志這樣野心勃勃的人而言，

這種角色他根本看不上眼，反觀呂不韋成為呂相國之後，意氣風發、英姿挺拔，是個

有權有勢的大人物，而演出這樣的角色似乎更能凸顯自己的地位，狄杰志也藉此想要

展露才華給隔天要來看戲的香港電影公司老闆看，可以看出狄杰志除了對團長李修國

稍有敬意外，對其他團員多是蠻橫不講理，這都反映出了其對於權力的崇拜心態。同

樣對權力嚮往的思維朱剛德也有，只是並不如狄杰志那麼明顯，狀況如下，當李修國

質問朱剛德為何在管家該上場的時候沒有上場，朱剛德回答： 

團長，老管家只是上台說句「是！老爺」就下台了，我以為這種膚淺的角色可

有可無，所以我就自己把它刪了！（越說越得意）不過要演秦始皇的話我可是

判若兩人！（頁 112） 

對朱剛德而言，詹事、老管家、秦兵這些小角色都不是太重要，甚至缺乏存在感，

唯獨「秦始皇」這個角色象徵著君王、霸權，有著華麗漂亮的外表，這種風光的模樣

才是朱剛德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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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對權力的迷戀是一個整體社會廣泛存在的現象，這是一種較為宏寬的

調侃方式，其脈絡也並非單一方向的諷刺，李國修利用「歷史人物」去隱射「劇團成

員」，又用「劇團成員」去呼應「歷史人物」，不論是在角色的地位、行為、台詞上，

都可以看出編劇安排上刻意經營的痕跡，以此來使得其諷刺的層面可以更廣泛，也因

為如此，當劇中團員在檢討會爭辯許久時，李修國冒出一句「戲跟人生不是相反的，

戲就是人生，人生就是戲」46，對李國修而言，劇場與人生是分不開的，是以劇中對

錢、權的隱射，就轉變成了呂不韋、狄杰志、樊耀光這些人的行為與台詞。從《萬》

劇來看，呂不韋的行為就是一個逐利的商人，最後當上相國，兒子還是秦始皇，雖然

身死但是血統留下了，這是對歷史的嘲諷與感慨；從「風屏劇團」觀之，樊耀光、狄

杰志則是金錢與權力的兩個代表，但都對應到了呂不韋這個角色身上，其所反映的是

這兩個人身上都有這人性對金權的崇拜；最後從《半里長城》整齣戲來說，從「歷史」

到「劇團」，再從「劇團」反觀「歷史」，這兩個脈絡整合起來就是《半里長城》對於

社會現實、基本人性的嘲諷。 

四、結論 

「歷史是一面鏡子，劇場也是一面鏡子，《半里長城》就將這兩面鏡子放在舞台

上，互相照映。」47藉由本文上述的分析探討，可以發現李國修的《半里長城》就是

用劇團與歷史之間、劇團與現實之間、歷史與現實之間，這是三方互涉的諷刺手法，

而《半里長城》本身也具有後設的性質，後設手法簡而言之就是「關於『什麼』的『什

麼』」，這樣的手法正好與李國修所要呈現的諷刺手法相互呼應，藉由本文的分析，可

以了解到劇中劇的呈現就會是一齣「關於劇場的戲劇」，進而呈現了一種寓言性的戲劇

表現，這種戲劇表演的方式即是後設的手法，而李國修的《半里長城》的架構就是利

用「歷史事件」呼應「劇場生態」，再延伸到「社會現實」，這就是李國修《半里長城》

所呈現的故事，從對秦始皇、嫪毐的調侃來看，李國修成功破壞了「歷史英雄」的框

架，藉由調侃歷史人物、拆解歷史事件，讓嚴肅的事件變成嘻鬧的喜劇，在笑聲中觀

眾得以了解道歷史其實沒有那麼重要，更應該關心現實人生。從其借古喻今的手法來

                                                     
46 李國修，《半里長城》，頁 114。 
47 李國修，〈兩面鏡子〉，《半里長城─輝煌版─節目手冊》，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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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主要就是針對社會上人們對於金權的崇拜與嚮往，利用「呂不韋」這個鮮明的人

物形象，帶出兩個團員的個性，進而反射到當代社會、甚至是人性本質的劣根性。 

馬森曾說對《半里長城》不入戲，他認為「這是一齣古裝戲……打從一開始，我

就期待他『說些什麼』，結果什麼也沒說……」48這是馬森對於《半里長城》的誤解，

這並不是一齣古裝劇或歷史劇，而是以古裝包裹著李國修對社會、對歷史的觀察態度，

李國修自己在與馬森的對談裡也曾說： 

《半里長城》中有一句話必須特別突出的是「歷史是誰打贏仗，誰寫歷史。」

這個原創性的企圖心，就在於我懷疑我所讀過的歷史，因為以下的話，我在劇

中並沒有說下去，我想問題可能出在這裡，讓話題只點到這裡而已，並沒有再

深入。49 

李國修本身並沒有想要去「教育」觀眾，或者說他只想讓觀眾可以盡情享受喜劇

的笑鬧特質，但在調笑中又能有些許反思就足矣，李國修自己也提到過懷疑自己所讀

的歷史的真實性，在《萬》劇中，他筆下的角色呂不韋、嫪毐、秦始皇，都有說過「改

變歷史」類似的台詞，這些都顯示出李國修對於歷史的不確定性以及多樣性的詮釋，

也許從歷史學者、或是可望「文以載道」文人雅士的角度來看，李國修的嘲諷只做到

了淺層的嬉鬧，而沒有更深入的反省意義，但是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國修

並不打算解決那些長久以來的人性卑劣或是勸戒觀眾什麼，他以喜劇、笑鬧的方式呈

現這些悲傷、沉重的現實人性，誠如廖瑞銘所說的：「李國修適時地避開嚴肅的話題，

不讓觀眾太沉重。」50，而《半里長城》的創作，本身也是一種李國修對於「戲中戲」

手法的實驗，或許有些不成熟之處，但也是為其後續「戲中戲」作品累積經驗、讓《京

戲啟示錄》、《莎姆雷特》等之後的作品有更佳的劇場表現，而藉由本文的分析，可以

了解到李國修還是有所寄託與嘲諷，「戲在開演之前已經開始，戲在落幕之後還在繼

續。」51李國修的《半里長城》所隱射、嘲諷的社會現實、人性本質，從古到今，都

不曾消失過，既然不能解決，那又何須去「載道」、「教化」，不如讓這些事實都付與笑

                                                     
48 〈《半里長城》嘲弄了誰？〉馬森，《當代戲劇》，頁 178。 
49 陳淑真整理，〈沒有歷史的台灣劇場〉，見馬森，《當代戲劇》，頁 231。 
50 廖瑞銘，〈劇評：不讓觀眾太沉重〉，《半里長城─輝煌版─節目手冊》，頁 103。 
51 李國修，〈兩面鏡子〉，《半里長城─輝煌版─節目手冊》，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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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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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ques of Irony in Hugh K. S. Lee’s  
The Half-Mile Great Wall 

Shao-ping Hu* 

Abstract 

Prominent Taiwanese dramatist Hugh. K.S. Lee(李國修) begins the play The 
Half-Mile Great Wall(《半里長城》), the first part of Ping Feng Acting Troupe’s(屏
風表演班) Feng Ping series(風屏劇團系列), with a third-rate acting troupe named 
Feng Ping performing another play entitled Great Wall of China(《萬里長城》). Lee 
deploys the frame play to mock and ridicule historical figures or to dismiss the sig-
nificance of historical events in order to evoke in the audience the feeling of absurd-
ity. He further draws the past into a critique of the present, creating an in-
ter-referentiality between historical figures, including Lü Buwei(呂不韋) and Lao 
Ai(嫪毐), and members of Feng Ping Troupe, one which highlights human values 
transcending the boundaries of time and space. Although his use of irony and mock-
ery in the play conveys allegorical significance, it does not leave the audience with a 
heavy heart. Alluding to and mocking human nature from a broader perspective, the 
play invites the amused audience to reflect rather than pity. An analysis of The 
Half-Mile Great Wall sheds light on the creative intention and historical interpreta-
tions of Lee during his early career and the ironic effects of the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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